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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人工智慧之申請策略-從歐洲與日本之新規定談起 

一、前言

近年來，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ML)、大數據 

(Big Data) 在各領域的技術均有相當大的突破，舉

凡自動駕駛、機器人、無人商店、病徵辨識等都有

長足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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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日本專利局（特許廳）所提供之上圖資訊

（ 摘 自 《 Newly Added Case Examples for 

AI-Related Technologies》）所示，人工智慧主要

分為上半部的「機器學習方法」與下半部的「學習

模型應用方法」。

「機器學習方法」經常以多層神經網路來進行

深度學習，以獲得學習模型 (Trained Model)。在

此步驟中，透過大數據 (Big Data) 來進行深度學

習，則能夠提高學習模型的精準度。

「學習模型應用方法」則是將待判斷之未知資

料輸入至終端機器或是計算機，經由上述學習模型

以獲得一輸出作為其估測結果。如上圖所示，運用

了人工智慧後，機器也能夠如同人腦準確辨識出此

二者之動物影像 Q1 圖片與 Q2 圖片分別為貓咪與

老虎。

面對這種新興型態的發明，世界各國政府爭相

促進國內廠商提出這方面的專利，以利其在工業

4.0 上的科技發展。在另一方面，各國政府也著手

仔細思考如何對這方面的專利申請進行審查，以保

護人工智慧之相關專利。

站在申請人的立場，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如何讓

這方面的發明順利通過審查，取得專利權。從現有

的 規 定 來 看 ， 各 國 對 於 電 腦 相 關 發 明

(Computer-Implemented Inventions, CII) 均有提

出相關的審查基準。例如：歐洲專利局 (EPO) 更

於 2018 年 11 月 1 日發佈修改之審查指南，並新增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的章節。日本專利局 (JPO) 

則是於 2018 年 3 月提出審查指南及審查手冊之修

改版本，以因應於時下湧現的物聯網、人工智慧等

新興科技，並於 2018 年 4 月開始實施；更進一步

於 2019 年 1 月 30 日提出《Newly Added Case 

Examples for AI-Related Technologies》的十個範

例來說明人工智慧的審查。

各國關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的審查及規定，有

興趣的讀者可逕行查閱本所先前之數篇報導內

容，例如：前於 21 期發表之「各國對於電腦軟體

相關發明是否為專利適格標的之判斷」、22 期之「淺

析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專利請求項之標的名稱撰寫」

等。人工智慧 (AI) 屬於電腦相關發明 (Computer 

Implemented Inventions, CII) 的一部分，基於特別

規則優於普通規則的原則，申請人工智慧發明時，

除了查閱電腦相關發明的審查基準以外，更需額外

留意歐洲專利局與日本專利局所提出之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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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規定所涉及的範疇

歐洲專利局 (EPO) 此次發佈的審查指南第 G

部分第 2 章第 3.3.1 節，主要著重於人工智慧發明

之「專利適格性」，並舉出一些例子來作說明。近

年來，「專利適格性」在電腦相關發明一直相當熱

門的議題。同樣屬於電腦相關發明的人工智慧，「專

利適格性」也是個值得注意的議題。

日本專利局 (JPO) 此次發布的人工智慧審查

範例，則是著重於「說明書要求（可據以實施、請

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與「進步性」的部分。

的確，除了「專利適格性」以外，人工智慧發明之

說明書應撰寫到何種程度才符合「可據以實施」、

「請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之規定，以及人工智

慧發明應如何正確判斷「進步性」也是令人容易混

淆的內容。

歐洲 日本

專利適格性 ◎

說明書

要求

可據以實施 ◎

請求項須獲得

說明書支持
◎

進步性 ◎

以下將針對各個部分作個別說明。

三、人工智慧發明之專利適格性

依據歐洲專利公約 (EPC) 第 52 條規定，數

學方法本身因不具技術性而不具有專利適格性。

歐洲專利審查指南第 G 部分第 2 章第 3.3.1 節

指出所請發明若含有支持向量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推理引擎 (reasoning engine)、

神經網路 (neural network) 等用語，將會被特別的

仔細檢視，其原因在於這些用語通常指的是不具技

術性的抽象模型，而數學模型本身並不具有專利適

格性。

該章節更舉出一些例子來做說明，本文將這些

例子歸類至人工智慧的「機器學習方法」與「學習

模型應用方法」，並分別說明如下：

1. 「學習模型應用方法」：

(1). 不具技術性： 

A. 根據文字內容對文件進行分類，本身不具

技術目的 (technical purpose)，而僅是語言學的目

的 (T 1358/09)。 

B. 對抽象數據或電信網路數據紀錄進行分

類，但未說明所產生分類的技術用途，亦被認定本

身不具技術目的 (technical purpose)，即使該分類

演算法的數據價值高（例如：數值之穩健性）(T 

1784/06)。 

(2). 具技術性： 

A. 心臟監測儀器運用神經網路辨別異常心

跳 ， 此 種 技 術 具 有 技 術 貢 獻  (technical 

contribution)。 

申言之，此類案件將神經網路應用於特定技術

領域（運用於心臟監測儀器上），並具有特定技術

目的（辨別異常心跳），而具備技術貢獻。

B. 基於低階特徵（例如：影像邊緣、像素數

值）的數位影像、影片、音頻或語言訊號分類，屬

於分類演算法的技術應用 (tech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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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此類案件將分類演算法應用於特定技

術領域（運用於數位影像、影片、音頻或語言訊號

分類），而屬於技術應用。

2. 「機器學習方法」：

當 分 類 方 法 用 於 技 術 目 的  (technical 

purpose)，其產生訓練集 (generating training set) 

之步驟和訓練分類器  (training classifier) 之步

驟，則對於技術性具有貢獻。

也就是說，申請人在提出人工智慧專利申請

時，可以先仔細思考本發明的技術性貢獻是屬於

「機器學習方法」還是「學習模型應用方法」？是

否屬於特定技術領域的應用，或者所具有的技術目

的為何。

四、人工智慧發明之說明書要求（可據以實施

要求、請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要求）

日本專利局於《Newly Added Case Examples 

for AI-Related Technologies》指出人工智慧發明之

可據以實施要求係指：發明說明必須清楚且充分地

讓本領域技術人員能夠實現此發明。

以產品發明為例，說明書的說明必須在某種程

度上讓本領域技術人員能夠生產並使用此產品。

以方法發明為例，說明書的說明必須在某種程

度上讓本領域技術人員能夠使用此方法。

以製造產品之方法的發明為例，說明書的說明

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讓本領域技術人員能夠透過此

方法製造此產品。

日本專利局於《Newly Added Case Examples 

for AI-Related Technologies》指出請求項須獲得說

明書支持要求係指：發明說明必須讓本領域技術人

員透過請求項所界定之發明能夠解決所欲解決問

題。

日本專利局提出事例 46～51 說明官方指出可

據以實施、請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要求之判斷方

式，本文擷取事例 46、48、49 說明如下： 

1. 事例 46：

在此例中，提出一種糖分估計系統，其將農夫

之臉部影像輸入一訓練模型後，得出此農夫之農產

品的糖分。

然而，說明書僅僅說明臉部影像與糖分內容有

一定的關係。說明書雖有說明臉部影像之特徵例如

是頭部長度、臉部寬度、鼻子寬度、嘴唇寬度等，

但不足以說明臉部影像與糖分內容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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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即使考慮了通常技術知識也無法得

知兩者之關係。此外，說明書也沒有說明此訓練模

型的實際結果。因此，難以推得此事例符合可據以

實施要求。

2. 事例 48：

在此例中，提出一種自駕車輛，其將駕駛影像

輸入一訓練模型後，得出此駕駛之快速反應能力。 

說明書提出一些「駕駛行為」與快速反應能力

分數的例子。在機器學過程中，快速反應能力的分

數是由人工評估。根據說明書的這些說明，加上通

常技術知識能夠了解「駕駛影像」與快速反應能力

的關係。因此，得以推得此事例符合可據以實施要

求。

3. 事例 49：

在此例中，提出一種體重估測系統，請求項 1

將「臉型特徵值」與身高輸入一訓練模型後，得出

此體重。請求項 2 進一步限定臉型特徵值為「輪廓

角度」。

說明書說明了輪廓角度與 BMI (體重/身高 2) 

的關係。然而，除了輪廓角度以外，說明書並未揭

露其他臉型特徵值與 BMI 的關係。即使考慮了通常

技術知識，也只能得知「輪廓角度」、身高與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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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因此，請求項 1 不符合可據以實施要求，

也不符合請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要求；請求項 2

則符合可據以實施要求，也符合請求項須獲得說明

書支持要求。

綜上，人工智慧可將「輸入資料」輸入至已建

立的訓練模型，來獲得各種「估測結果」。似乎人

工智慧能夠應用於各式各樣的情境。然而，在可據

以實施要求上，必須於說明書清楚說明「輸入資料」

與「估測結果」之關係，以確知將「輸入資料」輸

入至學習模型所獲得的「估測結果」是具有意義的。 

此外，在界定請求項之範圍時，也需特別注意

「輸入資料」之範圍必須獲得說明書的支持，而不

能過度擴大範圍，導致無法獲得說明書的支持。

五、人工智慧發明之進步性

日本專利局於《Newly Added Case Examples 

for AI-Related Technologies》指出人工智慧發明之

進步性的審查，包含日本專利審查基準於第三部分

第 2 章第 2 節所提出之「支持進步性不存在之考慮

因素」與「支持進步性存在之考慮因素」。

以下為日本專利局提出事例 33～36 說明進步

性之判斷方式：

1. 事例 33

在此例中，提出一種癌症程度計算設備，其將

標記 A、B 的量測資料輸入一「神經網路」後，得

出此癌症程度。

然而，所請發明與先前技術之差異僅僅在於使

用了「神經網路」。本領域技術人員容易想的到採

用相同的量測資料由「人腦」估測改用「機器」估

測，也能夠估測出癌症程度。因此，此事例並不符

合進步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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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例 34

在此例中，提出一種大壩水力發電量估算系

統，請求項 1 將河流上游的降水量、河流上游的水

流量、水流入量輸入一「神經網路」後，得出水力

發電量，請求項 2 進一步定義將「溫度」輸入神經

網路模型。

請求項 1與先前技術之差異僅僅在請求項 1採

用「神經網路」，而先前技術採用「多元迴歸」。本

領域技術人員容易想得到採用相同的輸入資料由

「多元迴歸」改用「神經網路」估測，也能夠估測

出水力發電量。因此，請求項 1 並不符合進步性要

求。

請求項 2 進一步定義將「溫度」輸入神經網路

模型。本領域技術人員無法預期將「溫度」輸入神

經網路模型能夠估測出水力發電量。因此，請求項

2 符合進步性要求。

3. 事例 35

在此例中，提出一種螺釘夾緊質量評估設備，

其將「轉速、角加速度、位置、傾斜度」輸入一神

經網路後，得出螺釘夾緊質量。

然而，先前技術 1 揭露將「轉速、角加速度」

輸入一神經網路後，得出螺釘夾緊質量。先前技術

2 揭露將「位置、傾斜度」輸入一神經網路後，得

出螺釘夾緊質量。因此，此事例僅僅是先前技術 1

與先前技術 2 之簡單組合，在螺釘夾緊質量評估上

並沒有顯著的進步。因此，此事例並不符合進步性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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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例 36

在此例中，提出一種癡呆階段估計裝置，其將

「發問者之問題主題、回話者之字串」輸入一神經

網路後，得出癡呆階段。

先前技術係將「發問者與回話者所有字串」輸

入一神經網路後，得出癡呆階段。

本領域技術人員在先前技術的基礎上，無法預

期改以「發問者之問題主題、回話者之字串」輸入

神經網路，會得到更準確效果。因此，此事例符合

進步性要求。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理解人工智慧的審查

並未改變原本「進步性」的標準。所請發明所提出

訓練模型與先前技術之訓練模型相比，若僅僅是訓

練模型的變換，則不具進步性。若所採用之輸入資

料有所不同，則具有進步性。

六、討論與結語

人工智慧帶來工業 4.0 的突破性發展，但在專

利申請上必須特別留意一些盲點。歐洲專利局與日

本專利局針對「專利適格性」、「可據以實施」、「請

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進步性」所提出之公告

資料相當值得參考。在每一項目均有需要特別留意

之處。

1. 人工智慧在「專利適格性」審查上須特別

留意之處：

人工智慧在「專利適格性」審查上，須特別留

意所請發明是否帶來技術性的貢獻，而非僅僅是商

業上的貢獻（如運算速度比人腦快、人力成本降低

等）。簡單來說，「專利適格性」所要探討的是：拿

掉人工智慧/學習模型之後，「依據輸入資料，估測

出結果」這樣的估測方式是否具有技術上的貢獻。 

2. 人工智慧在「說明書要求（可據以實施要

求、請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要求）」的審查上須

特別留意之處：

人工智慧在「說明書要求（可據以實施要求、

請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要求）」的審查上，並非

著重於如何採集輸入資料？如何將輸入資料輸入

訓練模型？如何透過訓練模型輸出估測結果？這

些都不是人工智慧在「可據以實施」與「請求項須

獲得說明書支持」所要探討的事項。在人工智慧的

審查中，「可據以實施」與「請求項須獲得說明書

支持」所要探討的是：透過這個訓練模型是否真的

能夠獲得有實質關係的估測結果？是否能夠真正

實現「估測」這個目的。

Page. 8 www.sundial.com.tw 



三達智慧財產權事務所 
SUND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irm 

3. 人工智慧在「進步性」的審查上須特別留

意之處：

人工智慧在「進步性」的審查上，所要探討的

是：利用這個訓練模型所進行的「估測」方式是否

與先前技術相同？例如傳統上並不知道利用人工

智慧能夠以「溫度」估測出水力發電量即具有進步

性（事例 34 請求項 2）。 

4.人工智慧在「可據以實施要求」的審查與「進

步性」的審查並是否具有衝突？

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以下舉數例說明。 

(1) 以上述事例 48 為例，所請發明係為將「駕

駛影像」輸入一訓練模型後，得出此駕駛之快速反

應能力。

在「可據以實施要求」上，係以說明書之例子

說明「駕駛行為」與快速反應能力的關係，可以由

這些例子推出「駕駛影像」與快速反應能力具有實

質上關係。

但在「進步性」上，並不表示「『駕駛行為』

與快速反應能力的關係」容易想到「『駕駛影像』

輸入一訓練模型後，得出此駕駛之快速反應能

力」。因此，事例 48 應可同時符合「可據以實施要

求」與「進步性」。

(2) 再舉一例說明，在事例 36 中，所請發明

係將「發問者之問題主題、回話者之字串」輸入一

神經網路後，得出癡呆階段。

在「可據以實施要求」上，可指出通常技術知

識已知「將發問者與回話者所有字串」輸入神經網

路後，可以得出癡呆階段。

但在「進步性」上，本領域技術人員在先前技

術的基礎上，無法預期改以「發問者之問題主題、

回話者之字串」輸入神經網路，會得到更準確效

果。因此，事例 36 應可同時符合「可據以實施要

求」與「進步性」。

(3) 更舉一例說明，在事例 33 中，所請發明

將標記 A、B 的量測資料輸入一訓練模型後，得出

此癌症程度。

在「可據以實施要求」上，可指出標記 A、B

以人腦可得知癌症程度。

在「進步性」上，本領域技術人員在「標記 A、

B 以人腦可得知癌症程度」的基礎上能夠想的到採

用相同的量測資料由「人腦」估測改用「機器」估

測，也能夠估測出癌症程度。因此，事例 33 符合

「可據以實施要求」，但不符合「進步性」要求。

透過上述討論，相信讀者更清楚瞭解人工智慧

發明在審查上所應著重的部分，以及各部分審查上

的區分。在撰寫說明書時，應特別留意這些部分，

提供所需要的說明或證據，以期順利通過審查。

參考資料：

- 歐洲專利局 (EPO) 於 2018 年 11 月 1 日發佈的審查

指南第 G 部分第 2 章第 3.3.1 節 

- 日本專利局 (JPO) 於 2019年 1月 30日提出 《Newly 

Added Case Examples for AI-Related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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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專利適格性之判定標準及審查實務變革

一、前言

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 於 2019 年 1 月 4

日公布了「2019 年專利適格性修訂指南 (2019 

Revised 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Guidance)」（底下簡稱為「2019 PEG 修訂指

南」），修改了專利適格性的審查流程與認定標準，

自 2019 年 1 月 7 日起生效且適用於所有案件。 

2019 PEG 修訂指南旨在使專利審查委員對於

如何依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U.S. Supreme Court) 

的 Alice/Mayo 測試法 (Alice/Mayo test) 第 I 部分

來判斷請求項是否「指向 (directed to)」判例排除

事項 (judicial exception)，做出重大變革，期能提

高審查作業的一致性、明確性及可預測性。

本文將針對 2019 PEG 修訂指南的內容做概

要性描述，並討論實務上的因應作法。

二、修訂內容概述

2019 PEG 修訂指南的內容取代美國專利審查

基準 (MPEP) 2106.04(II) “Eligibility Step 2A: 

Whether a Claim is Directed to a Judicial 
Exception” 的相關規定，並取代 USPTO 所提供 

“ Quick Reference Sheet Identifying Abstract 

Idea” 的所有版本。 

首先，針對判斷請求項是否「指向」判例排除

事項，2019 PEG 修訂指南做出了二個重大改變。 

第一個重大改變：2019 PEG 修訂指南根據先

前的判決先例將抽象概念之判例排除事項

(abstract idea exception) 摘錄彙整為下方列舉的

抽象概念群組 (groupings of abstract ideas)：(a)

「數學概念 (Mathematical concepts)」、(b)「組織

人類互動的方法 (Certain methods of organizing 

human interactions)」與(c)「心智方法 (Mental 

processes)」。 

第二個重大改變：2019 PEG 修訂指南新增了

「二段檢測 (two-prong inquiry)」，以判定請求項

是否「指向」判例排除事項。在 Prong one 檢測中，

將檢視請求項是否「述及 (recite)」判例排除事項。

在 Prong two 檢測中，將檢視該請求項所述之附加

元件 (additional elements) 是否將判例排除事項

「 整 合  (integrate) 至 實 際 應 用  (practical 

application)」。只有當 Prong one 及 Prong two 之

二段檢測皆未通過時，亦即請求項「述及」判例排

除事項且未能將判例排除事項「整合至實際應

用」，才會認定該請求項「指向」判例排除事項。

在此情況下，將須進一步根據 Alice/Mayo 測試法

的第 II 部分來進行分析。 

2019 PEG 修訂指南所修改的專利請求標的適

格性的判斷流程如下圖所示，主要是修改步驟

2A，並未修改步驟 1 與步驟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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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後的步驟 2A 是採用新增的「二段檢測 

(two-prong inquiry)」來判定請求項是否「指向 

(directed to)」判例排除事項。 

(一) 修改後步驟 2A 的 Prong one 檢測 

Prong one 檢測是檢視請求項是否「述及 

(recite)」判例排除事項。對此，2019 PEG 修訂指

南明確指出關於抽象概念之判例排除事項包括下

方列舉的三種抽象概念群組  (groupings of 

abstract ideas)：(a)「數學概念」、(b)「組織人類

互動的方法」與(c)「心智方法」；其中 

「數學概念」之抽象概念群組包括：數學關係

式 (mathematical relationships)、數學公式或等式 

(mathematical formulas or equations)與數學計算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s)； 

「組織人類互動的方法」之抽象概念群組包

括：基本經濟原理或實務 (fundamental economic 

principles or practices) 、 商 業 或 法 律 互 動 

(Commercial or legal interactions) 與人類行為或

人類關係或人群互動之管理 (managing personal 

behavior or relationships or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以及 

「心智方法」之抽象概念群組包括：人類心智

所執行的概念 (concepts performed in the human 

mind)。 

因此，以抽象概念之判例排除事項來說，若請

求項的特定限制條件落入於上述所列舉的三種抽

象概念群組之一，則認定該請求項「述及」抽象概

念，而須繼續進行 Prong two 檢測。相反地，如果

請求項的所有限制條件皆未落入於上述所列舉的

抽象概念群組，則該請求項並未「述及」抽象概念，

進而認定該請求項未「指向」判例排除事項而通過

修改後步驟 2A，判斷該請求項符合專利適格性。

至於對自然法則  (laws of nature) 與自然現象 

(natural phenomena) 的 Prong one 檢測則沒有改

變，仍沿用原判定標準判斷請求項是否「述及」自

然法則或自然現象之判例排除事項。

亦即，在 Prong one 檢測中若請求項未「述及」

判例排除事項（「自然法則」、「自然現象」或上述

所列舉的「抽象概念」），則判定該請求項為專利適

格標的。相反地，若請求項「述及」判例排除事項，

則須繼續進行 Prong two 檢測。 

(二) 修改後步驟 2A 的 Prong two 檢測發明 

Prong two 檢測是檢視該請求項是否有述及附

加元件 (additional elements) 可將判例排除事項

「 整 合  (integrate) 至 實 際 應 用  (practical 

application)」；若請求項有述及附加元件且該附加

元件可將判例排除事項整合至實際應用，則認定該

請求項未「指向」判例排除事項而通過修改後步驟

2A，據以判定該請求項符合專利適格性；倘若請求

項未述及附加元件或所述附加元件未能將判例排

除事項整合至實際應用，則認定該請求項「指向」

判例排除事項而未通過修改後步驟 2A，須進入步

驟 2B 以做更一步的分析。 

對於可將判例排除事項整合至實際應用的請

求項，其應用 (apply)、依賴 (rely on) 或使用 (use) 

該判例排除事項的方式對該判例排除事項將造成

有意義的限制 (meaningful limit)，而非僅止於為了

獨佔 (monopoly) 該判例排除事項所設計的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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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drafting effort)。至於是否有達到整合實際應

用的判斷方式如下：

(a)判斷是否該請求項述及判例排除事項之外

的任何附加元件 (additional elements)；以及 

    (b) 個別地且合併地  (individually and in 

combination) 評估該些附加元件以決定是否該些

附加元件將判例排除事項整合至實際應用。

此 外 ， 對 於 熟 知 、 慣 用 、 傳 統 手 法

(well-understood, routine, conventional activity) 
的分析考量，並不在修改後的步驟 2A 中進行，而

是在步驟 2B 中判斷該些附加元件是否呈現了熟

知、慣用、傳統手法。因此，在修改後的步驟 2A

中，當判斷是否已將判例排除事項整合至實際應用

之時，必須確保對於所有的附加元件皆給予權重考

量，不論該些附加元件是否為傳統習知。

以下是 Prong two 檢測中作為評估附加元件

（或附加元件的組合）是否將判例排除事項整合至

實際應用之考量點：

1. 可整合至實際應用的限制條件

(1)對電腦功能有改善或對其他技術或其他技

術領域有改善的附加元件；

(2)應用或使用判例排除事項以影響對疾病或

醫學情況之特定治療或預防 (prophylaxis) 的附加

元件；

(3)利用已整合至該請求項之特定機器或製造

物而來實施判例排除事項或使用判例排除事項的

附加元件；

(4)影響將一特定物品 (particular article) 轉

化  (transformation) 或還原  (reduction) 至不同

狀態或不同事物 (thing)的附加元件；以及 

(5)該附加元件以其他有意義方式來應用或使

用判例排除事項，超越將判例排除事項之使用一般

地關聯 (generally linking) 至特定技術環境，使得

該請求項整體多於為了獨佔該判例排除事項所做

的撰寫努力。

2. 未整合至實際應用的限制條件

(1)該附加元件僅僅述及「應用（或相等用語）」

判例排除事項的字眼，或僅僅包括將抽象概念實施

至電腦的指令，或僅僅將電腦當成工具來執行抽象

概念；

(2)該附加元件將不顯著的額外解決方案 

(insignificant extra-solution activity) 添加至判例

排除事項；以及

(3)該附加元件未多於將判例排除事項之使用

一般地關聯至特定技術環境或使用領域。

關鍵的是，當於評估是否該判例排除事項有意

義地限制整合於實際應用時，必須對該請求項進行

整體考量。

對於在修改後的步驟 2A 中判定該請求項「指

向」判例排除事項，則須於步驟 2B 中評估是否該

請求項提供發明概念 (Inventive Concept)。因為即

便該請求項未整合所「述及」的判例排除事項至「實

際應用」，該請求項仍然有可能因提供發明概念而

成為專利適格標的。因此仍必須進一步在步驟 2B

下個別地且合併地評估該些附加元件，以決定是否

該些附加元件提供創新性概念（亦即，是否該些附

加元件使所請發明顯著多於該判例排除事項本

身）。如果判定該附加元件（或該些附加元件的組

合）顯著多於該判例排除事項本身（步驟 2B 的判

定結果為「是」），則該請求項為專利適格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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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步驟 2B 中不需要對已在步驟 2A 中評

估的諸多考量再次評估，但仍必須於步驟 2B 中考

量附加元件或附加元件之組合是否：(1)增加該領域

中「非熟知、非慣用、非傳統手法」的特定限制或

限制組合，其代表可能具有發明概念；或(2)僅僅以

一般性 (generality)的高度水平將該產業所已知的

熟知、慣用、傳統手法附加至判例排除事項，這代

表可能不具有發明概念。

也因此，對於已在修改後步驟 2A 中得到附加

元件乃是不顯著的額外解決方案的結論，仍然必須

在步驟 2B 中重新評估該結論。如果重新估評後，

指示該附加元件並非傳統，或者多於該領域中的熟

知、慣用、傳統手法，此發現可能指示存在有創新

性概念且該請求項是適格標的。

三、淺析與實務建議

在撰寫電腦相關發明的專利申請案說明書

時，建議描述該發明的至少一個實際應用。說明書

必須提供足夠細節以讓熟習此技藝者可明瞭所主

張的發明涉及技術上的改良。例如，說明書可以說

明現有的技術問題，且在說明書實施例中解釋該發

明如何提供技術解決方案。

至於如果已在說明書中提供解決現有問題的

技術改良方案，則建議對應檢視請求項，來確保請

求項本身已反應此技術改良方案。例如，檢視請求

項是否涵蓋對解決問題的特定技術方案，以達到該

發明的目的或功效，而非僅僅主張該解決方案的概

念或結果而已。

此外，USPTO 於 2019 年 1 月 7 日也公布了

關於判定是否具有專利適格性的例子 37-42 (2019 

PEG Examples 37 through 42)，讀者可以於

USPTO 官方網站上找到相關說明，以更進一步了

解該如何撰寫或修改請求項，以讓請求項被判定為

具有專利適格性。

參考資料：

-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announces 
revised guidance for determining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at
ent-and-trademark-office-announces-revised-guidanc
e-determining-subject) 

- Revised Guidance for Determining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
0190207_PPAC_Revised_Guidance_for_Determining
_Subject_Matter_Eligibility.pdf) 

-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Examples: Abstract Ideas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
01_examples_37to42_201901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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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最高法院之 Helsinn Healthcare S. A.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et al. 判決淺析向被要求對該發明保密的第三方進行商業販賣

是否造成 AIA 新法中之銷售阻卻 

一、前言

Leahy-Smith美國發明法案（以下稱 AIA新法）

35U.S.C. §102(a)(1)禁止發明人在申請專利的有

效申請日之前，獲得已經“公開使用、銷售或其他

可為公眾得知”之發明的專利。此外，新法§102(b)

定義例外情事，允許發明人可以在公開申請專利之

發明的一年內提出申請。

同樣，AIA 新法通過之前生效的專利法規也明

訂類似的禁令，不允許申請專利之發明在美國有效

申請專利之日起算超過一年前在美國公開使用或

在該國銷售。

本文嘗試根據最高法院 2019 年 1 月 22 日的

判決，探討專利權人向有義務保密發明的第三方銷

售發明時，是否構成新法§102(a)(1)中的先前技

術，致使申請專利之發明因“銷售阻卻 (on sale 

bar)”而無效 (invalidate)。 

二、概述

專利權人 Helsinn Healthcare S. A.公司（以下

稱 Helsinn）是一家瑞士製藥公司，生產 Aloxi，一

種治療化療引起的噁心和嘔吐的藥物。Helsinn 於

1998 年 獲 得 了 開 發 此 藥 物 的 活 性 成 分

palononsetron 的權利。2000 年初，Helsinn 向食

品藥品管理局（FDA）提交了第三期臨床試驗方

案，提議研究 0.25 毫克和 0.75 毫克劑量的

palononsetron。2000 年 9 月，Helsinn 宣布正在

開始第三期臨床試驗，並正在尋求其 palonosetron

產品的營銷合作夥伴。

Helsinn 找到了在明尼蘇達州的製藥公司 MGI 

Pharma, Inc.（以下稱 MGI）為營銷合作夥伴，MGI

在美國銷售和分銷藥品。Helsinn 和 MGI 簽訂了兩

項合約：許可合約 (license agreement) 及供應與

購買合約 (supply and purchase agreement)。該

許可合約授予 MGI 在美國分銷、促銷、營銷和銷

售 0.25 毫克和 0.75 毫克劑量的 palononsetron 的

權利。作為回報，MGI 同意向 Helsinn 支付預付款 

(upfront payments)，並支付這些劑量銷售的未來

的權利金 (royalities)。根據該供應與購買合約，

MGI 同意從 Helsinn 獨家購買任何經 FDA 批准的

palononsetron 產品。Helsinn 反過來同意向 MGI

供應其所需的大部分批准劑量。這兩項合約均包括

劑量資訊，並要求 MGI 對根據從合約取得的任何

專有資訊進行保密。

Helsinn 和 MGI 在一份聯合新聞稿中宣布了這

些合約，MGI 也在其向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 8-K

申請表格中報告了這些合約。儘管 8-K 申請包括這

些合約的節錄副本，但 8-K 申請和聯合新聞稿均未

揭露這些合約所涵蓋的具體劑量配方。

2003 年 1 月 30 日，在 Helsinn 和 MGI 達成

合約近兩年後，Helsinn 提交了一份臨時專利申

請，其包括 0.25 毫克和 0.75 毫克劑量的

palononsetron。在接下來的 10 年裡，Helsinn 提

交了四項專利申請案，請求主張 2003 年 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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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臨時申請案的優先權。Helsinn 於 2013 年 5

月提交了第四個專利申請案，並且該申請案之專利

權以美國專利第 8,598,219 號（以下稱 '219 專利）

予以公告。'219 專利包括在 5 毫升溶液中固定劑量

的 0.25 毫克的 palononsetron。憑藉其生效日期，

'219 專利適用 AIA 新法。 

被告 Teva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公司和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公司（以下簡稱 Teva）

為生產學名藥 (generic drug) 的以色列公司及其

美國子公司。2011 年，Teva 尋求 FDA 批准銷售

0.25 毫克的 palononsetron 學名藥產品。Helsinn

隨後起訴 Teva 侵犯其專利權，包括 '219 專利。在

辯護中，Teva 聲稱 '219 專利無效，因為在 Helsinn

於 2003 年 1 月提交了該劑量的臨時專利申請之

前，0.25 毫克劑量已經“銷售”一年多。 

三、判決內容

首先，地方法院駁回了 Teva 的無效論點，認

為“銷售”法條並不適用，除非銷售或銷售之要約

中使得大眾可取得所請求之發明 (an invention is 

not “ on sale ”  unless the sale or offer in 

question made the claimed invention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Helsinn Healthcare S. A. v. Dr. 

Reddy’s Labs. Ltd., 2016 WL 832089, *45, *51 

(D NJ, Mar. 3, 2016))。因為兩家公司公眾公開的

合約並沒有揭露 0.25 毫克，因此，地方法院認為

本發明並沒有在關鍵日期之前銷售。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CAFC) 撤銷地方法院的

判決，認為如果銷售的存在是公開的，以銷售而

言，發明細節並不需要是公開揭露的，來落入 AIA

法案的銷售阻卻。由於二者間的銷售是公開揭露

的，因此 CAFC 認為銷售阻卻成立。 

最高法院接受了調卷令 (certiorari)，以確定在

AIA 新法下，發明人向有義務保密發明的第三方銷

售發明時，是否符合為了確定發明可專利性的先前

技術。最高法院於 2019 年 1 月 22 日裁定，這種

銷售可以作為§102(a)的先前技術。 

四、最高法院的見解

(一) AIA 新法未改變“銷售”一詞的含義 

AIA 新法禁止一個人獲得在專利申請的有效申

請日之前已經“銷售”此一發明的專利：

35U.S.C. §102(a)(1)規定：“任何人有權獲得

專利，除非…在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有效申請日之

前，該發明已獲准專利、已在印刷出版物中描述、

已公開使用、銷售或其他可為公眾得知者。”(A 

person shall be entitled to a patent unless—the 

claimed invention was patented, described in a 

printed publication, or in public use, on sale, or 

otherwis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before the 
effective filing date of the claimed invention)。 

另外，§102(b)(1)規定：在有效申請日之前一

年內作出上述揭露的例外情況 (Exceptions.—(1) 

DISCLOSURES MADE 1 YEAR OR LESS 

BEFORE THE EFFECTIVE FILING DATE OF 
THE CLAIMED INVENTION)。§102(a)(1)中描述的

揭露通常被稱為“先前技術”。

在 AIA 新法通過之前生效的專利法規包括類

似的禁令，稱為“銷售阻卻 (on sale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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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U.S.C. §102(a)-(b)（2006 年版）規定：“任

何人有權獲得專利，除非─

(a)在專利申請人發明之前，該發明在美國的其

他人已知或使用，或在本國或外國的印刷出版物中

獲准專利或描述，或

(b)該發明在本國或外國的印刷刊物中獲准專

利或描述，或在美國公開使用或在美國銷售，在美

國申請專利之日往前起算已超過一年。”

美國憲法授權國會，“為了促進科學進步和有

用的技藝，通過確保作者和發明者在有限的時間，

給予他們各自的著作和發現的專有權利”。根據這

項授權，國會制定了一項聯邦專利制度，鼓勵“創

造和揭露新的、有用的、非顯而易見的技術和設計

的進步”，授予發明人“在一段時間幾年之內實施

發明的專有權”。

為 了 進 一 步 實 現 “ 激 勵 創 新 和 啟 蒙

（enlightenment）”的目標，同時“避免不必要地

扼殺競爭的壟斷”，美國國會對“在一個想法中獲

得產權的有限機會”施加了若干條件。其中一個這

樣的條件是銷售阻卻，它反映了國會“不願讓發明

者從公開使用中移除現有的知識”而獲得涵蓋該

知識的專利。最高法院解釋，如果允許發明者“公

開銷售他的發明”，然後“取得專利”，並“將公

眾排除在其公開銷售後使用”，這樣將在實質上阻

礙科學和有用的技藝的進步。

自 1836 年以來的每項專利法規都包括一個銷

售阻卻。在 AIA 之前生效的專利法規 35 U.S.C. §

102(b)阻止某人獲得專利，如果“在美國申請專利

之日前一年以上…該發明在美國已經…銷售”。

AIA §102(a)(1)（2012 年版）與舊法 35 U.S.C. §

102(b)相關，其保留了銷售阻卻，並增加了“或其

他可為公眾得知者 (or otherwis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的概括條款 (catchall phrase)。最高法院

裁定這些法條內容的改變沒有改變“銷售阻卻”

的涵義。

(二) AIA 新法之前的判決先例表明，銷售阻卻不需

要公開揭露發明細節

在 1998 年的判例 Pfaff v. Wells Electronics, 

Inc., 525 U. S. 55, 67 (1998) 中，最高法院確定，

在發明人提交專利申請之前超過一年，當「兩個條

件滿足」時，適用 pre-AIA 之銷售阻卻。第一，該

產品必須是銷售之商業要約的主體 (the product 

must be the subject of a commercial offer for 
sale)。第二，此發明必須是準備好進行專利申請 

(the invention must be ready for patenting)。我們

解釋可以透過證明「已付諸實際  (reduction to 

practice)」或「本發明的附圖或其他描述已足夠具

體以使本領域技術人員能夠實施本發明」的證明來

說明。

最高法院認為雖然法院從未解決本案中提出

的確切問題，但法院的判決先例表明，銷售或為銷

售之要約不需要讓發明是公眾可取得的 (make an 

invention available to the public)。例如，最高法院

在 Pfaff 案認為，銷售要約可能會導致發明人失去

專利權，不需考慮要約是否揭露了發明的每個細

節。其他判例集中在發明是否已經銷售，而不是是

否已經完成的發明的細節公佈於眾，還是銷售本身

已公開揭露。例如：Consolidated Fruit-Jar Co. v. 

Wright 一案（1877 年）中“專利權人銷售或使用

的單一事例，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對專利造成致

命...”；Smith & Griggs Mfg. Co. v. Sprague 一案

（1887 年）中“單單銷售給另一個…一定會打擊

他的專利權…”；Elizabeth v. Pavement Co.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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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 年）中“這不是他的發明的公開的知識排

除了發明者從中獲得專利，而是因為已經公眾使用

或銷售它”。

(三) “秘密銷售”可以使專利無效 

CAFC 對專利上訴擁有“專屬管轄權”，28 

U.S.C. §1295(a)規定明確了法院先例所隱含的內

容。長期以來，“秘密銷售”可以使專利無效。 例

如，Special Devices, Inc. v. OEA, Inc.一案（2001

年）中基於“為了發明的商業囤積而進行的銷

售”，“秘密進行”，而使申請專利範圍無效；

Woodland Trust v. Flowertree Nursery, Inc.一案

（1998 年）中“發明人自己以前的商業使用，儘

管是保密的，可能構成根據 U.S.C. §102(b)的公開

使用或銷售，而禁止他獲得專利”。

(四) AIA新法中增加“或其他可為公眾得知者”的

條款不能破壞判決先例

有鑑於 AIA 新法以前的先例在“銷售”的含

義，最高法院認為當國會在 AIA 新法中重述同一種

語言（reenact the same language）時，此採用了

該詞的早期司法解釋。Shapiro v. United States 一

案（1948 年）中“在採用早期法律所使用的語言

時，國會必須考慮到該法院已經採用這樣的語言做

出的解釋，使之成為法規的一部分”）。

新法的§102 保留了其先前法規使用的確切語

言（“銷售”），並且相關地，僅增加了新的概括

條款（“或其他可為公眾得知者”）。如 amicus 

United States 在口頭辯論中指出，如果“銷售”在

AIA 新法通過之前具有明確的含義，那麼在法規中

增加”或其他可為公眾得知者”的概括條款”將

是一種以相當拐彎抹角的意圖的方式來推翻“已

經決定的法律本體 (settled body of law)”。 

最高法院認為增加“或其他可為公眾得知

者”條款不足以改變最高法院來得出國會打算改

變再制訂之用語“銷售”的含義的結論。如 Holder 

v. Martinez Gutierrez 一案（2012 年）中敘及“該

條款省略了先前司法解釋所依據的詞，確定重新制

定的條款沒有使用早期的司法解釋”。

Helsinn 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法院對“其他

（otherwise）”的解釋不是法規的意思。Helsinn

認為相關詞語正典要求我們解讀 “或其他可為公

眾得知者”是指將§102 中的前述條款限制為申請

專 利 之 發 明 為 公 眾 可 取 得 者  (to limit the 

preceding terms in §102 to disclosures that make 

the claimed invention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最高法院認為「作為一個初始議題，所引用的

判決都沒有解決重制訂的用語已獲得良好見解的

司法解釋（well-settle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Helsinn 的論點過於重視§102 的概括條款。像其他

類似的用語一樣，“或其他可為公眾得知者”獲得

的資料並不完全符合法規的列舉類別，但仍然已被

涵蓋。鑑於 AIA 新法頒佈時，“銷售”這詞已經獲

得了良好見解的含義，因此最高法院拒絕解讀廣泛

的概括條款的添加會破壞這些先例。

Helsinn 沒有要求法院重新審視在 pre-AIA 對

銷售阻卻的解釋。他也沒有質疑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確定 '219 專利中所述的發明是在 pre-AIA 法條的

“銷售”含義中。因為最高法院裁定國會在制訂

AIA 新法時並沒有改變“銷售”的含義，所以法院

認為發明人將發明銷售給有義務保密發明的第三

方可以有資格作為§102(a)的先前技術。 

Page. 18 www.sundial.com.tw 



三達智慧財產權事務所 
SUND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irm 

因此，最高法院同意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判

決。

五、小結

最高法院在 Pfaff v. Wells Electronics, Inc.一

案（1998 年）中確立了當“該產品必須是銷售之

商業要約的主體 (the product must be the subject 

of a commercial offer for sale)”與“此發明必須

是準備好進行專利申請 (the invention must be 

ready for patenting)”的條件存在時，該發明已在§

102(a)的“銷售”意義內。在該案中，最高法院沒

有進一步要求該銷售要向公眾提供發明的細節。鑑

於此判決，最高法院確定 AIA 新法中之“銷售”一

詞並未改變這含義，無論是公開銷售或秘密銷售。 

此外，最高法院認為當國會在 AIA 新法中重述

同一種語言“銷售”時，已採用了該詞的早期司法

解釋，且 AIA 新法中增加“或其他可為公眾得知

者”條款的改變不足以得出結論國會打算改變重

新定義“銷售”的含義。

因此，最高法院裁定本案中 Helsinn 向要求保

密發明的第三方的商業銷售可將該發明置於 AIA

新法下的“銷售”。

有關銷售阻卻的相關判決，請參照本所 2013

年 10 月出刊的電子報中“供應商之為販賣之要約

於銷售阻卻下之專利無效—淺析聯邦上訴巡迴法

院之 Hamilton Beach Brands, Inc. v. Sunbeam 

Products, Inc.判決”一文，其中 CAFC 已以上述的

Pfaff 案的兩個判斷法則確定供應商在關鍵日期之

前已回覆可以履行訂單，即使雙方並未進入有效力

的合約，此回覆仍為商業上的為販賣之要約，且申

請專利的發明在關鍵日期以前已經準備好可以申

請專利。

由此可知，會讓專利無效的商業上的要約不一

定要有實際的販賣，也包括郵件的訂單回覆及本案

的“保密銷售”在內的販賣行為。只要它「足夠明

確地表達出另一方可藉由簡單的接受即可產生有

約束性的合約」時，試圖販賣之行為已經足夠成為

上述的銷售阻卻事由，建議申請人儘早提出專利申

請為宜。若發明提早公開揭露，也應最遲在揭露後

的一年優惠期（grace period）內，向美國專利局

提出專利申請，以確保日後獲證之專利權的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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